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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酒鬼酒公司再次发
布声明向公众致歉，称将“积极整改，

让消费者喝上放心酒。”声明中还承

诺，公司将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
工作。这是继前一天致歉公告被指

“缺乏诚意”后的再次表态。

酒鬼酒“有毒”的风波，来自 11
月 19 日 21 世纪网的一篇报道，号称
“天下第一酒”的酒鬼酒，在第三方检

测机构查出塑化剂超标 260%。尽管
酒鬼酒当日宣布紧急停牌，但是对报

道内容一度否认。

恐慌一日“值”327.79亿元
“塑化剂可能在 20年前就有，现

在人们都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原

来各种标准比较低，食品都是合格

的，现在标准提高了，食品不合格的

多了。”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副教授仝其根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标准比时代发

展是相对滞后的，标准的变化和人们

心理的变化在不断起作用。

塑化剂超标的事件再次牵动社

会各界的神经，随着一周以来的持续

发酵，酒鬼酒乃至整个白酒行业都面

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此次酒鬼酒塑化剂事件是由 21
世纪网 19日率先推出。消息传出，各
界哗然。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公众

正对白酒中含有塑化剂一事感到惊

诧时，网络流传的来自中酒协的一份

说明文件引起轩然大波，这份说明文

件称，国内所有白酒均含塑化剂。在

媒体报道和网络言论的双重影响下，

这份说明文件流传的当天，两市酒类

板块蒸发约 327.79亿元。
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多地

超市主动自行下架停售酒鬼酒，全国

大多数大型超市采取的措施依然是

暂时停售酒鬼酒，但暂无法受理消费

者的退货需求。《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发现，多家超市特别提醒消费者可

以保留好产品和购物凭证，一旦国家

相关部门下发通知，超市可以配合采

取行动，目前还需要等待。

北京的物美集团是少数承诺可以

接受酒鬼酒退货的超市，事情出来后

就开始下架停售，但是目前还没有接

到消费者退货的反馈信息，超市方面

一直在与酒鬼酒厂家沟通，希望能达

成退货的相关意向，但酒鬼酒厂家还

是没有任何说法，因此即使有退货，也

只能是“由超市先替消费者接着”。

《中国企业报》记者多次联系酒

鬼酒公司，办公室人员声称要找旗下

的销售公司，记者拨打其提供的电

话，一直无人应答。

毒性超三聚氰胺 20倍？
21世纪网站报道中的原文引用

台湾大学食品研究所教授孙璐西的

话，称塑化剂毒性比三聚氰胺毒 20
倍。

有观点对此表示异议。仝其根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称，作为一种塑化

剂，DEHP只能在工业上使用，根本不

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到底是不是致

癌或导致其他疾病，需要将其中限量

用试验和科学的数据论证清楚。

酒鬼酒塑化剂事件后，不少网友

怀疑厂家人为添加塑化剂。仝其根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酒是一种特殊

的物质，里面含有酒精，塑化剂在遇

到酒精时更容易溶解出来，酒精度数

越高溶解性就越强，另外还与温度、

浸泡时间、塑料材质等有关。

据相关报道，有业内人士指出，

由于塑化剂有增稠效果，可以让年份

不够的酒看起来更像陈酒。对此，白

酒高级酿酒师杨思佳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采访时称，酒体醇厚要看酒厂

的勾调水平，而这个技术并没有操作

难度，“没听说有人在酒里添加塑化

剂会让酒醇厚。”

随后，湖南省质监局做出回应

称，经过对酒鬼酒公司的执法检查，

没有发现人为添加塑化剂行为。

公众信任拷问行业协会定位

针对白酒产品存在的涉“塑”隐

患，中酒协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

具体的检测标准尚未出台。在其看

来，由于检测标准的缺失导致有关白

酒塑化剂的检测只在行业内部进行

交流，很少有外部人士知晓其中的细

节。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虽然白酒行业并不完全遵照食

品检测标准，但反观整个食品行业，

关于塑化剂的强制性国标也不健全。

在目前食品行业的相关国标和文件

中，有推荐性国标、食品包装的国标、

行业标准甚至公文，但并没有强制性

的国标。这意味着，尽管酒鬼酒塑化

剂超标，但面临难以执法的尴尬局

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

海放在接收《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社会的进步是要不断地先

出现问题，再去制定规则，推动社会

的向前发展，以后还会出现另外的食

品安全事件，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

象。”

“国际和国内并没有有关塑化剂

在食品中的标准，而台湾塑化剂事件

及临时标准的出现可以成为一次行

业标准提高的推手，行业内大多时候

会发生大企业垄断，大中小企业共同

发展的环境缺失。”姚海放说，“行业

协会是由本行业的大中小微企业组

成，每个入会的会员企业都要缴纳一

定的会费，行业协会才会提供服务，

行业协会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

但这不是主要的，行业协会有自己的

利益，行业协会在为企业提供利益的

同时要考虑行业的发展、企业的壮

大，次要的考虑消费者，政府在类似

的食品安全风波中也不是被动的依

据行业标准管控。”

仝其根教授也提出了将管控前

置的建议，他认为：“政府应该先发现

问题，在发现问题上多下功夫。同时

参考国外预防食品安全的措施，并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调研，制定出更

切合实际的标准，即从上至下的提高

行业标准。”

“对塑化剂很难排查，要在一夜之

间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很不现实。”仝

其根认为，政府对于监管已经尽到了

很大的努力，执法力度也已经很大。

观点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特约记者 孟香

“鬼”出没遭多种猜疑
酒企“急病”摧毁行业神经

10月30日至今，对于刚成立不久的青岛北方盐化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盐化）来说，是一段不平静的日子。

“我们运送产品的货车莫名其妙在沙河被拦下，然后却去了

平乡。直到现在，40吨产品依然被扣。我们去交涉，相关部门却不
跟我们谈。”北方盐化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40吨产品莫名被扣
北方盐化是一家从事工业盐进出口以及国内销售的企业。

为了方便河北市场工业盐产品销售，其在河北省沙河市设有自

备中转库。10月30日，北方盐化由山东往沙河市运送产品的车
辆，在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准备休息时被拦下。

“他们穿着制服，自称是盐业行政执法人员。拦下车后有两

人上了驾驶室，并禁止打电话，要求我将车辆开往邢台市区进行

行政处理。”当时的车辆驾驶员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我当时觉得沙河市是邢台市所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到邢

台市区情况属正常，就按他们要求的做了。没想到的是，目的地

根本不是邢台市区。”

“到邢台市区后，他们又让我改变方向将车辆沿邢临高速往

东开，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一再追问，他们说，过了鸡泽县就

到了。随后，车辆被扣于邢台市平乡县盐业行政管理所。”上述驾

驶员说，“在整个车辆被拦截的过程中，这些扣车的人自始至终

没有出示相关执法证件及文书，也没有向我说明具体情况。”

上述驾驶员向记者表示，“在做询问笔录时，我向盐业执法

人员提供了北方盐化随车运输凭证，上面明确显示是工业盐40
吨，收货地点为北方盐业沙河中转库。但是，他们不予采信，并要

求我不能说是在沙河服务区扣车，就得写在平乡（县）常河镇查

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驾驶员所说的盐业执法人员为平乡

县盐业行政管理所工作人员。平乡县盐业行政管理所相关工作

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是接到举报，称有车辆在私自

拉送食用盐，才对北方盐化的车辆进行了查扣。并且他们给车辆

及司机出具了《盐政执法抽样取证、现行登记保存物品证据通知

书》。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并没有看到过车辆的运输凭证。

盐政、盐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记者查阅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后发现，1994年国务院签
发的1994第41号《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
通知》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公路上设置站卡，必须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按照有关规定，公安部门可以在公

路上设置检查站，交通部门可以在必要的公路路口、桥头、渡口、

隧道口设置车辆通行费收费站或公路征费稽查站，林业部门可

以在通过林区的公路上设置木材检查站。除上述部门以外，其他

任何部门、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设置任何形式的检

查站、收费站，也不得在公路上拦截车辆进行检查、罚款、收费。”

在采访过程中，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许多县级盐业公司

与当地的盐业行政执法所合署办公，其职责是食盐的销售与监

管，同时也进行工业盐的销售。

平乡县盐业行政管理所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

确表示，平乡县盐业公司与平乡县盐业行政管理所就如上述业

内人士所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记者经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平乡县盐业行政管理所是根据

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上述行为。《盐业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食用盐、国家储备盐和国家指令性计划

的纯碱、烧碱用盐，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调拨。其他用盐，制盐企

业在完成国家分配调拨计划和按规定确保合理库存的基础上，

可在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自销。盐的具体分配和调

拨，由当时的轻工业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理。

平乡盐业与北方盐化是相互竞争关系

由于国家的机构改革，到2003年时国家盐业行政主管部门
已改变为国家发改委。当年致广东省人民政府治理公路三乱督

察队的复函中明确规定，“目前国家对两碱工业用盐和其他工业

用盐（即小工业用盐）的产销不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或者计划

分配调拨。”

事实上，由于国有盐业公司也在进行着工业盐的销售，所以

其与像北方盐化这样市场化工业盐的销售商，存在着相互竞争

的关系。

“我们这次运往沙河仓库的工业盐的市场售价是500元/吨，
而平乡等国有盐业的同类产品的市场售价是770元/吨。”北方盐
化相关徐姓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吨270元的差价
意味着如果以一家中等工业用盐消耗企业的量来计算，其每年

成本会多增加10万元左右。如果以一家大型工业用盐消耗企业
的量来计量，就可能多增加成本上千万元。”

“其实我们知道这次举报北方盐化私自贩卖食用盐的人是

谁。他是我们的一个同行，完全是处于诋毁北方盐化的目的才这

样做。”徐姓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我们是经营工业用盐的企业，

业务范围中从来就没有过食用盐。运往沙河的产品从手续到外

包装上都很明确的写明是工业用盐。我们不怕检验，因为检验结

果也只能是一个———工业用盐。”

“我对平乡盐政的做法不理解。首先，扣车后我们的工作人

员去平乡交涉，得到的答复是正在检验，他们所有的文书和行为

都指向货车驾驶员，而对作为货主的我们却不予理睬。其次，从

10月30日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还是没有个答复。最后，平乡县
盐政为什么要到沙河去查扣我们的车辆，这两个地区一个在邢

台市的南部，一个在邢台市的东部。”徐姓负责人说，“但我也相

信这仅仅是一场误会，40吨的产品已经压在相关部门20多天了，
每压一天北方盐化就会多一天的损失。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解

决此事。”

本报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青岛盐企货车
河北遭行政“扣留”

《中国企业报》：为了避免白酒生产

过程中出现塑化剂迁移问题，今年 5月
份以来，一些企业陆续对生产车间容器

和设备涉及塑料和胶皮材质的部件进

行更换。按你的经验，白酒中的塑化剂

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为添加的吗？

杨思佳：白酒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是不会添加塑化剂。传言说添加塑化

剂后，酒的口感会更加醇厚，事实上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酒的贮

存、勾调或是一些香型的风格特点就

具有醇厚感，不需要添加就能够达

到。塑化剂遗留的途径很多，比如窖

池为了起到保温会用塑料布封窖，输

酒管、包装物等都可能接触到塑料制

品，而塑化剂的特点就是溶于乙醇，

由此进入到酒里面。

《中国企业报》：去年 6月，中国台
湾地区爆发“塑化剂”风波后，中国酒

业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大型酒企进

行内部测试，并以内部文件形式下发

至各大酒企，要求测试中存在问题的

企业及时整改，杜绝涉塑问题的发

生。是不是真的如此？除了白酒，其他

食品是不是也有塑化剂？

杨思佳：当初确实接到过内部文

件，也对产品进行过测定，企业对相

关设备也进行了改进。食品是否普遍

含有塑化剂不好说，不排除不法商家

故意添加。但是作为许多食品的包装

物，达到一定条件都会析出塑化剂进

入到食品中。

《中国企业报》：目前在国家的酿

酒行业标准中未找到关于塑化剂的

规范，有人呼吁对此进行管控，这是

否暴露行业标准的滞后性？你认为应

该如何加以管控？

杨思佳：在制度上存在一定的滞

后性，这方面可以由相关部门制定相

关的国家标准，并增加到酒类检测的

标准中。白酒行业具有一定特殊性，因

为香型不同、工艺不同标准就不同。

《中国企业报》：我们应该从此事

件中得到哪些启示？

杨思佳：此事件暴露出行业缺乏

完善的制度、企业生产管理缺乏有力

的监管，这对白酒行业来说无疑是一

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从另外一面而

言，也不能忽视此事对提升白酒的品

质起到的积极作用。

塑化剂事件有积极意义

21日，来自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的报告显示证实了之前的报道内

容，其塑化剂超标 247%。21世纪网也
松了一口气，撰文称：“很多朋友都在

怀疑，到底酒鬼酒的报道出炉，背后是

否有做空阴谋。考虑到《货币战争》阴

谋论的毒害甚广，所以我们非常理解

很多朋友甚至是媒体同行的质疑”。

在关于白酒塑化剂事件是做空

白酒板块的观点被抛出后，各种各样

的说法纷纷出现。有人认为该事件不

仅仅会影响白酒板块，甚至暗含对整

个大盘都会带来负面效应的巨大阴

谋，“结合整个大盘的走势来看，一旦

破了 2000点以后，大盘下一步会向
1800 点迈进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排
除有一种力量想让大盘出现继续下

跌的‘假象’，让散户继续抛出手里的

筹码，从而为大笔资金的介入创造一

个比较好的购买氛围。”

而关于此种观点，有业内人士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大可不必如

此担心。”

“首先，白酒板块是大盘一个很小

的部分。如果要想让大盘下跌，仅对白

酒板块的做空是不够的。”该人士说。

公开资料显示，10月初，A股总市值为
24.05万亿元，而 2012年 11月 19日，
白酒板块 13只个股的总市值是 5906
亿元，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五位。

“股市从之前的高峰到现在的情

况，虽然白酒板块逆势上扬且股价很

高，做空后会有很大利益。但如果说

塑化剂事件是为了做空而赢利的话，

也仅仅会在白酒板块上，并不能说会

对大盘有很大的影响。”上述人士表

示。 同时在冷静分析后有观点认为，

塑化剂事件也不应该是白酒股做空

的简单阴谋论。白酒股暴跌，不少投

资者损失惨重，怒火撒向做空机制，

并怀疑塑化剂事件是一个阴谋。这些

情绪可以理解，但做空本身是一种中

性机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白酒

股被做空，是因为行业本身已存在很

多问题，简单的“阴谋论”难以成立。

东北证券研究员朱承亮表示，从

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白酒的

自身产能扩张等方面看，即使没有此

次的安全事件，白酒业整体很可能已

达到近几年的最高点。高增长后，要

谨防白酒公司的业绩下滑。

有了做空机制，市场参与者就可

以通过挖掘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而

获利，这样会引导个股价格向其内在

价值靠拢。同时，遭到做空也是对上

市公司的鞭策和警示，促使其生产经

营更加规范。

（相关舆情分析见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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